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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就业
和更高质量就业

在2019年交大毕业生中，博士生
1352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5.12%；
硕士生 4035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45.11%；本科生3557人，占毕业生总
数的39.77%。在8944名毕业生中，毕
业生男女性别比例为1.46：1。

2019 年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为
98.19%。其中，签约就业（含博士后）比
例为58.87%，国内升学比例为23.54%，
出国（境）深造比例为11.56%，灵活就
业比例为 4.22%，暂不就业比例为
0.66 %，去向待定比例为1.15%。

交大表示，2019年毕业生到中
西部、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
就业的比例达66.44%，毕业生就业引
导率逐年上升，从数据上看，实现了
2019年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和更高
质量就业。

数据统计，2019年毕业生到中
西部、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
就业的比例达66.44%，毕业生就业引
导率逐年上升。

交大本科生平均签约
年薪为13.51万元

在交大，男女生就业率相近，男生

就业率98.12%，女生就业率98.29%。
女生签约就业比例高于男生，达到
62.97%；而男生国内升学、出（境）深造
比例和灵活就业比例均高于女生。

从学历来看，2019年上海交通
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就业
率均达到 96%以上，分别为 96.85%、
99.06%和99.11%。

在薪资方面，我校本科生平均签
约年薪为13.51万元；研究生平均签
约年薪为18.91万元。排除特殊个例
从总体上来看，薪酬与学历成正相关。

其间，本科生在求职过程中平均
投递简历13.22份，获得5.75个面试
机会，获得 2.1 份 offer，平均历时
2.48 个月。研究生平均投递简历
20.11份，获得8.87个面试机会，获
得2.72份offer，平均历时2.93个月。

按生源地统计毕业去向，上海生
源学生签约就业比例为48.03%；东部
各省市（除上海生源外）学生签约就
业比例为58.35%；中部各省市学生签
约就业比例为66.03%；西部各省市学
生签约就业比例为55.08%。

本科毕业生
国内升学首选母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交大本
科毕业生深造率正继续走高。记者

查阅到，上海交通大学2018届本
科 毕 业 生 深 造 率 达 到 了
67.29%，此次，2019年本科
毕业生深造率达到了
68.46%，其中国内升学
率为44.00%，出国（境）
深造率为24.46%。

选择国内升学的，
共有 2105 人。绝大多
数 留 在 本 校 升 学 ，有
1870人，比例为88.84%；其
次 C9 高校（除本校外）有 138
人，比例为 6.56%；第三为“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除C9外）有41人，比
例为1.95%。

除交大外，录取交大毕业生人数
排前三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分
别是复旦大学（54人）、清华
大学（35 人）、北京大学
（31人）。

出国（境）深造上，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有
63.54%的毕业生选择
美国高校，数量上远超
过 其 它 国 家 和 地 区 。
其它出（境）深造目的地
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
香港（77 人）、英国（76 人）、日
本（40人）、澳大利亚（35人）等。

排除特殊个例，从总体上来看，薪酬与学历成正相关！昨天出炉的上海交大2019年度毕业生就
业报告显示，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毕业生共8944人（不含港澳台及留学生），其中，博士生1352人，
硕士生4035人，本科生3557人。在薪资方面，交大本科生平均签约年薪为13.51万元，研究生平均签
约年薪达到18.91万元。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理工大学新近发布
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截至
2019年8月31日，2019届毕业生总
人数为6358人，其中毕业生就业率
为96.48%。具体看，博士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生就业率为97.26%，本科
生就业率为96.02%。国内外升学率
为 20.82%。同时，毕业生到制造业
等重点领域就业1199人，占签约人
数的32.13%，制造业也是该校毕业
生流向行业类型的TOP1，可以说十
分“上理工”了。

上海理工大学 2019 届毕业生
中，博士生44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0.69%；硕士生2189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34.43%；本科生4125人，占毕

业生总人数的64.88%。2019届毕业
生中，男生人数为3580人，占毕业生
总人数的56.31%；女生人数为2778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43.69%。

2019 届本科专业分布在经济
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及艺术
学等六大学科门类。其中工学学生
最 多 ，占 58.67% ，理 学 最 少 ，占
3.69%。而 2019 届研究生专业分布
在经济学、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及
管理学等六大学科门类。其中工学
学生最多，占71.16%，法学最少，占
1.34%。

截至2019年8月31日，上海理
工大学 2019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8%，其中：签约率56.34%，国内升
学率12%，出国（境）留学比例8.82%，
直接签订合同就业比例17.4%，参与

国家地方项目学生比例0.19%，定向
委培学生比例0.16%，灵活就业比例
1.57%。

各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状况，
2019届毕业生中，博士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生就业率为97.26%，本科
生就业率为96.02%。

2019届签约毕业生的就业地区
流向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以
流向上海市为最多，为75.01%，其他
流向超过1%的还有江苏省、浙江省、
广东省、北京市、山东省、安徽省和河
南省。

从签约单位行业流向分布看，流
向前三的单位行业类型分别是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建筑业，分别占总签约人数的
32.13%、16.75%、7.690%。

上海交大发布2019年度毕业生就业报告

平均年薪与毕业生学历正相关

静安为青年党员送上
最潮线上线下思政课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记者从静
安区获悉，为了给党员打造最潮思政
课，静安区党建服务中心设计了线上
和线下平台。

“线上”互动
小程序上做答题达人

据了解，静安区党建服务中心在
“五星微语”公众号上增设主题教育
“线上菜单”栏目，发布“主题教育学习
资料大礼包”和“新时代学习所五星讲
师团精品课程介绍手册”两份菜单，同
时每日在微信中第一时间推送市委、
区委关于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并开
设“主题教育”专栏。

为增强学习互动性和有效性，静安
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发制作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线上知识竞赛
小程序。按照每月一主题，结合学习内
容和时事热点，由“五星讲师团”专家设
计形成具有不同层级和不同难度的竞
赛题库。静安全区党员以党支部为单
位，通过手机小程序参与在线答题竞
赛，每月底对当月各党支部及党员参与
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和积分排行，设置党
员“达人榜”、党支部“优秀榜”。

这一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深受欢
迎，自启动以来，该区共2262个党支
部、29859名党员积极参与“闯关”答
题。来自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曹家
渡市场监管所的党员黎剑表示，通过
微信答题的形式非常新颖，随时随地
都可以参与竞赛，整个参与过程就是
一次检验学习成效的过程，答题的双
向互动，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效
果。同时，考虑到个别老党员会因不
熟悉智能手机操作而无法参与此次竞
赛，区党建服务中心还专门印制了纸
质版竞赛题并主动送学上门，确保知
识竞赛覆盖更多党员。

“线下”课程
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静安区党建服务中心通过送课程、
送资源、送服务等方式，及时将学习资
料、专家讲座等下沉到基层党建阵地，
为区内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提供指导和支撑。

在主题教育启动之初，静安区党建
服务中心专门召集基层座谈会，广泛听
取困扰各级党建阵地工作开展的重点、
难点问题，如大口、街镇普遍反映，受制
于师资匮乏等因素，现阶段对主题教育
相关理论学习的课程需要十分迫切。
针对这一问题，党建服务中心精心研发
了“新时代学习所”宣讲类精品课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导读，供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预约授课。导读
课程的推出，受到街道机关事业单位、

“两新”党组织、居民区党组织的广泛好
评，基层党组织纷纷反映，五星讲师团
成员的讲授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据了解，静安区党建服务中心一
楼的沉浸式情景党课“档期”满满，主
题教育期间，4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1327名党员走进区党建服务中心组
织观摩《不忘初心，追求卓越》情景党
课，观看《初心·使命》静安红色印记巡
礼专题片，开展誓词教育等活动。

上海理工大学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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